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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中交万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交万向”）位于中国古都西安，是一家专业从事桥

梁构件产品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化公司。

    公司现有员工150余人，研发人员38人，特聘国家级、省部级专家8人支持公司研发工作，目前

公司取得国家专利20余项，其中发明专利9项，省部级科技奖项2项，长期与国内外知名院所、高效

及行业优秀企业进行技术交流与合作，共同致力于交通行业的发展与创新。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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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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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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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交万向秉承“专业、专注、专心”的服务理念，本着“为客户、为企业、为社会”的服务宗旨，追求“共同、共

筑、共赢”的目标。公司规范的施工流程，专业的技术支持，完善的物流体系，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

服务体系
我们始终坚持：

1.所提供的产品均经过严格的检验，完全符合规定的标准。

3.客户如发现产品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在接到通知后24小时内做出响应，必要时在72小时内到达现场协调处理。

4.为确保伸缩装置的正确安装、使用和保养，我们为客户提供详细的安装和维护手册。

5.为每一位客户建立详实的客户档案，随时为客户提供专业、高效的技术支持。

6.质保期内，定期回访客户征求意见，定期检查伸缩装置工作状况，并进行必要的维修保养。质保期外，我们长期提供

技术支持和服务，积极搜集客户反馈意见并持续改进。

2.任何品种、规格、批次产品，在质保期内保修，保换。

专业

专心

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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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工匠”
匠心筑梦



    多年来，中交万向在交通运输部、中交集团等各级领导的殷切指导与关怀下，在国内

外各界同仁和专家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繁荣昌盛、蓬勃发展。现在所取得的每一步辉煌

与成就都凝聚着各级领导的悉心指导，也正是您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鼓舞着我们前

行，激励着我们昂扬奋进。

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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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先

和谐

共赢

——体现“中交万向“敢为人先、迎难而上、

           争创一流、走在前列的争先精神！

——体现“中交万向“精诚团结、和衷共济、

           同心同德、亲如一家的和谐精神！

——体现“中交万向“求同存异、携力共筑、

           互惠互利、共创辉煌的共赢精神！

企业精神
创新            勇于开创、与时俱进的争先精神！

——体现“中交万向“标新立异、大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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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交万向在自主创新的同时广泛开展与国内外知名院校、高校及行业优秀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并且与包括长安大

学在内的多所行业名校达成了战略合作框架。公司研发或转化的“MS系列多向变位桥梁伸缩装置”、“吸声屏障”等产品

已经获得多项国家专利、行业技术标准。

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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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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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典范
多向变位技术体系化成功运用于工程实践



    MS系列多向变位桥梁伸缩装置是我公司针对目前桥梁伸缩装置存在的不足，特别是大跨径悬索桥、斜拉桥因合

力扭变而产生的大量病害，进行全面研究分析，并通过实践论证，为满足桥梁在各种环境因素下发生横向、竖

向、纵向及合力扭变的需求，成功研发的一种全新多向变位桥梁伸缩装置。MS系列多向变位桥梁伸缩装置主要有

梳齿板、多向变位球面副、“U”型螺栓组、变位箱组成，分为骑缝式和跨缝式两种结构。

MS系列多向变位桥梁伸缩装置

核心产品

桥梁伸缩
装置功能

排水

环保

通行

纵向

横向

竖向

扭转

温度

风动

荷载

合力变位

(JT/T1064-2016)《桥梁阻尼减振多向变位梳齿板伸缩装置》推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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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转角 竖向转角 合力扭转 结构性能

环保性能 抗震性能 防病害性能 养护维修优势

化整为零 多向变位 绿色环保 经久耐用 安装方便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新一代桥梁伸缩装置

优越性能

MS系列多向变位桥梁伸缩装置
           (JT/T1064-2016)

《桥梁阻尼减振多向变位梳齿板伸缩装置》

               推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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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梳齿板侧设置多向变位球面副结构，实现由桥梁引起（横向风，地震作用等）横

向转动及横向位移功能，同时配合两组“U”型螺栓结构，实现转动功能。

模数式伸缩装置为格栅式结构，中梁钢横桥向通长排列，当

梁体产生水平转角时，中梁钢在扇形变位及挤压状态下发生

的塑性变形无法恢复，其结构无法满足水平转角要求，容易

造成损坏。

普通梳齿板式桥梁伸缩装置直接在梁板端部用膨胀螺栓锚

固、或者用种植螺栓方式将梳齿板和梁板固定，无转角功

能。当发生水平转动时，易造成梳齿扭动剪切造成螺栓松动

或梳齿折断，安全性能低，无法满足水平转动的需求。部分

梳齿型伸缩装置虽增加转轴，但结构与砼仍然发生互相剪切

的情况，导致砼破损。

MS系列多向变位桥梁伸缩装置

水平转角性能
模数式伸缩装置

普通梳齿板式桥梁伸缩装置

(JT/T1064-2016)《桥梁阻尼减振多向变位梳齿板伸缩装置》推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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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梁体发生竖向转角或在车轮碾压和高频振动情况下，变位系统以多向变位球

面副为中心，结构中球冠体和“U”型螺栓组的扭转从而实现装置系统整体转动。装

置增加变位箱，实现转动系统和混凝土的分离，使受力互不影响、变化自如。

中钢梁和支承横梁上下垂直交叉布置，他们之间通过

刚性支座连接，当发生竖向转角时，容易造成支座因

承受扭转作用而发生断裂，上、下连接支座（承）脱

落，造成中梁钢脱空、下沉、弯曲变形、直接搭在支

承横梁上，影响伸缩装置试用，进一步造成伸缩装置

损坏。

模数式伸缩装置

普通梳齿板式桥梁伸缩装置

当桥梁受到重荷载作用时，在跨中位置发生竖向挠度变形，

在桥梁端部伸缩缝位置产生竖向转角，普通梳齿板会引起梳

齿上翘或者螺栓折断的情况。

竖向转角性能

MS系列多向变位桥梁伸缩装置

(JT/T1064-2016)《桥梁阻尼减振多向变位梳齿板伸缩装置》推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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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面旋转0.05弧度



    当梁体受到多向外力的合力作用时，该装置同样能够满足此合力的扭转变位要

求扭转性能通过球面副结构配合“U”型螺栓组实现，并有变位箱体保护，整个合

力转角均匀的分配到每个单元模块中，主动顺应桥梁变位，同时伸缩装置的各向旋

转变位具有自定心作用，且不受其他物件的干涉，确保装置运转无损。

合力扭转性能

     MS多向变位桥梁伸缩装置每个模块都有相同的多向变位功能，各种组件功能独

立，有利于制造、安装、更换、检测等各个环节的质量监控。装置增加变位箱，将

转动系统独立，实现转动系统和混凝土的分离，受力互不影响。装置与梁体采用柔

性连接，荷载冲击力通过高分子 阻尼材料传递及吸收，大大弱化梁体振动、变形对

伸缩装置的破坏，抗疲劳性明显优越于其他结构装置。MS多向变位桥梁伸缩装置使

用“施必牢”防松螺母，避免螺母在高频振动中自行松脱。

结构性能

MS系列多向变位桥梁伸缩装置 (JT/T1064-2016)《桥梁阻尼减振多向变位梳齿板伸缩装置》推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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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系列多向变位桥梁伸缩装置在保持伸缩装置基本性能的前提下，在梳齿板下方和球面副之

间设有高分子阻尼材料，且梳齿为顺桥向设计，根据轮胎通过凹槽障碍和车辆加速度的关

系，采用最合理、最舒适的梳齿宽度（8cm)；齿端采用斜坡倒角，利于过渡接触，能有效降

低车辆通过时产生的噪声和振动，达到更好的通车舒适度，减少了对周边居民环境的影响。

MS系列多向变位桥梁伸缩装置的槽口深度在15-35厘米之间，当发生地震时，装置只

对上部的铺装层产生轻微损坏，不损坏梁体。且该装置在梳齿板下方和球面副之间

设有高分子阻尼材料，通过改变振幅和降低频率等方式，可以达到减缓振动的作

用，最大程度保护装置本身。

环保性能

MS系列多向变位桥梁伸缩装置

抗振性能

(JT/T1064-2016)《桥梁阻尼减振多向变位梳齿板伸缩装置》推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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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系列多向变位桥梁伸缩装置没有模数缝隙概念，不存在伸缩受阻或者中梁间隙不均衡的问题，伸缩装置

与不锈钢滑板紧贴无间，不会被垃圾侵入，梳齿板间的垃圾被坡形梳齿强行推出被行车带走，采用特制橡

胶止水带，且其安装在梳齿板下方，不受阳光紫外线照射，不易老化，大大延长了使用寿命。

防病害性能

MS系列多向变位桥梁伸缩装置

(JT/T1064-2016)《桥梁阻尼减振多向变位梳齿板伸缩装置》推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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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系列多向变位桥梁伸缩装置采用耐久性设计理念，主材均采用合理高性能材料，有效提高伸缩装置的抗压

及抗剪能力，每一单元功能相对独立，功能明确，使用寿命长。按模数式装置同价同寿命计算，运营成本仅

为模数式的1/5。维修更换时只对损坏的单元模块局部拆装，维修时不中断交通，经济和社会效益均十分显

著。

养护维修性能

模数式伸缩装置维修

MS系列多向变位伸缩装置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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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系列多向变位桥梁伸缩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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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MS I 800型阻尼减振多向变位桥梁伸缩装置，桥梁伸缩装置通过球面副结构

实现转动功能，通过整体横向滑移实现横向位移功能。

    G4216华坪至丽江高速公路大理连接线（丽江段）金鸡达旦河大桥位于青、藏、

滇、缅、印尼“歹”字型构造体系之程海大断裂带西侧，位于宋桂褶皱次级构造小

区，区内新构造运动强烈，断裂构造较发育，受区域构造影响，区内岩层产状多

变，岩体破碎，整个桥梁位于较强地震带中，要求结构具有较强的抗震性能，伸缩

装置纵向位移±800mm，横向位移±300mm，转角要求0.03rad。

经典案例

—金鸡达旦河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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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系列多向变位桥梁伸缩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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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两高速太洪长江大桥

太洪长江特大桥，是南川至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

工程，大桥位于巴南区和渝北区的交界处。全长1436米，

主跨达到808米，桥梁类型属于双向6车道的钢箱梁悬索桥，

于2020年10月建成通车，

    主桥采用MSⅡ1600型阻尼减振多向变位桥梁伸缩装置，

转角性能达到0.06rad。

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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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源金沙江大桥

G4216 华坪至丽江高速公路大理连接线（丽江段）涛

源金沙江大桥为主跨636米双塔单跨钢箱梁悬索桥，跨径为

160m+636m+140m。两岸锚锭采用重力式锚锭，索塔为门型

钢筋混凝土索塔，塔柱为钢筋混凝土空心结构，横系梁为

预应力混凝土空心薄壁结构，基础为群桩基础。

该桥伸缩装置釆用MSⅡ1600型阻尼减振多向变位桥梁

伸缩装置，转角性能达到0.05rad。

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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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系列多向变位桥梁伸缩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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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社会需求给予了我们发展的动力！ 

    “交通强国”是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方针，中交万向作为众多交通建设中的一员，十年发展，

行稳致远、追求卓越的战略规划逐年实现，从崭露头角到蓬勃发展，团结一致、吃苦耐劳的员工团

队已经形成，特色鲜明、充满活力的企业文化深入人心，大交通建设的工匠精神逐步彰显，企业正

处在稳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改革开放赋予了我们创业的机遇！

    我们始终坚信：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万向人将继续秉承“团结奉献、务实

创新”的企业精神，继续践行“吃苦创业、自强不息”的企业文化，坚持诚信经营，倡导实干兴

企，厚植发展优势，努力实现企业增效、员工增收、社会增利的价值追求。

    我们坚信“发展才是硬道理”。西安中交万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高速发展的工作总基调为原则。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引领续航，做优做

强，为祖国大交通贡献力量！

    市场经济炼就了我们拼搏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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